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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科发〔2020〕83号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2020年度湖南省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
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湖南省促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

仪器向社会开放实施方案》（湘政办发〔2015〕68 号，以下简

称《方案》），促进我省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以

下简称“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切实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

率，更好地为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服务，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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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决定联合开展 2020年度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评价

考核（以下简称“评价考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价考核目的

评价考核是《方案》确定的重点任务，是推动科研设施和仪

器开放共享的重要举措，是建立奖惩机制的重要依据。根据评价

考核结果，对评价考核结果为良好及以上的单位，通过激励措施

予以支持；对评价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单位，视具体情况采取公开

通报等方式予以约束。同时，评价考核结果还将作为科技创新基

地、科研机构等评估的重要依据。

二、评价考核范围

本次评价考核对象为中央在湘高校（不含国防科大）、科研

院所，部分省属本科高校和科研院所（附件 2），评价考核内容

为各法人单位拥有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

心）和原值 20万元及以上大型科研仪器（中央在湘高校和科研

院所为 50万元及以上）2019年度的开放共享情况。

三、评价考核内容

本次评价考核重点考察法人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考核内

容涵盖《方案》对法人单位提出的具体要求，突出强调组织管理

和运行使用情况。具体包括：

（一）运行使用情况。包括法人单位科研设施和仪器的运行

使用总体情况，支撑服务重大科研任务情况等。

（二）共享服务成效。包括围绕重大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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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对法人单位以外的单位提供开放共享服务的情况，支撑服

务外单位科技创新的重要成果等。

（三）组织管理情况。包括法人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开

放共享管理制度建设情况，科研设施和仪器、科技创新平台纳入

湖南省科研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平台情况，集约化管理

情况，实验队伍建设情况等。

四、评价考核实施

（一）考核方法

评价考核委托省科技信息研究所承担，具体任务为：按评价

考核内容对管理单位报送的考核申报书、自评报告等材料进行形

式审查；组织评审专家对各单位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情况进

行审核；根据需要组织现场核查。

（二）考核结果及运用

1. 评价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

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确定考核结果并在省科技厅网

站予以公布。

2. 对评价考核结果为良好及以上的单位在申报科技创新平

台（基地）、科技创新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科技人才培

养引进等方面优先予以支持；对评价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单位进

行通报、责令限期整改，并视情节采取在申报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项目时限制新购置科研仪器，无偿划拨闲置浪费严重的

科研仪器等措施予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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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考核结果作为科技创新平台（基地）验收、评估、

后补助支持的重要依据。

五、有关要求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保本次评价考核工

作的顺利开展。

（二）各单位须指定一名熟悉本单位科研设施和仪器资源相

关情况的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员，并于 2020年 9月 22日前将联络

员信息表（附件 4）报送至省科技信息研究所（联系人：鞠邦青，

邮箱：58231001@qq.com，电话：0731－84586771)。

（三）各单位于 2020年 10月 22日前登陆湖南省科技厅门户

网站（http://kjt.hunan.gov.cn/），进入“湖南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公共服务平台”，再进入“湖南省科研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

务平台”填报《2020年度湖南省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

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申报书》，并打印由系统生成的申报书（一

式三份）于 10月 30日前报送至省科技厅。

（四）各单位要认真准备相关材料，确保数据真实可靠。对

发现数据造假的单位，评价考核结果直接定为“不合格”，并记入

科研诚信档案。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 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联系人：鞠邦青 0731－84586771

2. 省科学技术厅基础研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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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张 登 0731－88988716

3. 省财政厅科教处

联系人：何阳之 0731－85165759

4. 省教育厅科技处

联系人：郭龙涛 0731－84729829

5. 书面材料受理地址：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 233 号科技

大厦一楼大厅 102室，邮编：410013。

联系电话：0731－88988730，88988732

附件：1. 评价考核自评报告（提纲）

2. 评价考核单位名单

3. 评价考核指标体系

4. 法人单位联络员信息表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

2020年 9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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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自评报告

（提纲）

一、运行使用情况

科研设施和仪器基本信息，包括名称、原值和经费来源等；

年度有效运行使用情况，支撑重大科技创新主要成效等。

二、共享服务成效

大型科研仪器对法人单位以外的单位提供共享服务的机时

和收入情况（需提供服务收入记录清单），服务支撑外单位科技

创新及产生的重要成果等。

三、组织管理情况

法人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开放共享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本单位在线服务平台建设情况及与湖南省科研设施和科研仪器

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对接情况。纳入湖南省科研设施和科研仪器开

放共享服务平台开放的科研设施和仪器情况（需提供本单位科研

设施和仪器资产清单并加盖公章）。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及创新平台所属的科研设施和仪器纳入湖

南省科研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平台的情况。本单位实验

队伍建设情况，科研设施和仪器集约化管理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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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度湖南省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
评价考核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本科高校

1 中南大学 公立，中央在湘

2 湖南大学 公立，中央在湘

3 湖南师范大学 公立

4 湘潭大学 公立

5 长沙理工大学 公立

6 湖南农业大学 公立

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公立

8 湖南中医药大学 公立

9 南华大学 公立

10 湖南科技大学 公立

11 吉首大学 公立

12 湖南工业大学 公立

13 湖南工商大学 公立

14 湖南理工学院 公立

15 衡阳师范学院 公立

16 湖南文理学院 公立

17 湖南工程学院 公立

18 湖南城市学院 公立

19 邵阳学院 公立

20 怀化学院 公立

21 湖南科技学院 公立

22 湘南学院 公立

2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公立

24 长沙学院 公立

25 湖南工学院 公立

26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公立

27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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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28 湖南警察学院 公立

29 长沙师范学院 公立

30 湖南医药学院 公立

31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民办

32 长沙医学院 民办

33 湖南信息学院 民办

34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民办

35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民办

科研院所

1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中央在湘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 中央在湘

3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省属

4 湖南省水稻研究所 省属

5 湖南省茶叶研究所 省属

6 湖南省作物研究所 省属

7 湖南省蔬菜研究所 省属

8 湖南省园艺研究所 省属

9 湖南省西瓜甜瓜研究所 省属

10 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 省属

11 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 省属

12 湖南省核农学与航天育种研究所 省属

13 湖南省农业环境生态研究所 省属

14 湖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省属

15 湖南省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省属

16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省属

17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 省属

18 湖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省属

19 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省属

20 湖南省测绘科技研究所 省属

21 湖南省生物研究所 省属

22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省属

23 湖南省食用菌研究所 省属

24 湖南省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 省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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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南省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组织管理情况

制度建设
1. 是否制定了相应管理制度

2. 制度完善性评估，是否有开放共享、使用管

理、运行维护等机制

团队建设
1. 是否有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

2. 技术团队结构是否合理

3. 是否定期开展业务培训

在线服务平台建设情

况

1. 单位是否建有科研设施和仪器在线服务平台

2. 是否与省共享平台对接

3. 是否有与省共享平台对接的专职人员

4. 是否及时进行省共享平台数据维护工作

科研设施和

仪器入网率

纳入共享平台的全部或部分通过财政资金购建的

科研设施和仪器占本单位应开放总数的比例(%)

创新平台入网率

单位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国家级、

省级科技创新平台纳入共享平台的比例

各类科技创新平台所属的科研设施和仪器纳入

共享平台的比例

运行使用情况 有效运行机时 科研设施和仪器年平均有效运行机时

科技创新成效 科研设施和仪器服务本单位科技创新的成效

共享服务成效

开放共享服务率
单位向社会提供开放共享服务的科研设施和仪

器数量与应纳入共享平台总数的比例（%）

开放共享服务机时率
年平均对外开放共享机时与年平均运行机时的

比值（%）

开放共享成效
本单位科研设施和仪器服务外单位科技创新、产

业发展的成果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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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法人单位联络员信息表

法人单位 上级主管部门 姓名 手机 QQ 邮箱

注：请各单位负责同志加入 QQ群：湖南仪器平台管理员，192444976。


